
2020 年杭州市青少年科学影像征集评选

活动复评通知 

2020 年杭州市青少年科学影像征集评选活动收到来自全市

168 个视频作品，经过专家评委组初评，选定 56 个作品入围复评，

入围名单和考场安排见附件。复评相关通知如下： 

一、 复评时间：2020 年 12 月 2 日（周三）08:30-12:00 

二、 复评地点：滨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六楼（滨江区建业路 950号） 

三、 复评流程： 

1、08:30 开始在六楼场地签到，核对参赛队伍信息、领取参

赛名牌，签到后进入考场候场。 

2、09:00 复评正式开始，复评的方式为视频技能测试。要求

如下： 

1) 自带拍摄设备、电脑、U 盘，自备剪辑软件，拍摄和剪辑

必须由选手本人亲自完成，一经发现非本人制作即取消比

赛资格。 

2) 根据现场公布的主题进行视频拍摄和剪辑，制作成长度不

超过 3 分钟的视频作品。 

3) 截止 12:00 前上交作品，作品以 U 盘拷贝的方式提交到裁

判处，完成提交并签字后方可离场。 

3、评委根据上交的作品进行评分，结合初评成绩形成总成绩。 

四、 补充说明 

1.应疫情防控需求，请及时了解杭州市政府的防疫要求（如核

酸检测报告、健康码），并携带足够的口罩和相关防疫用品。 



2.所有组队单位和领队老师必须保证参赛选手和其他成员在

整个比赛期间的安全，组织选手按规定参加比赛。 

3.如果在赛前或比赛期间遇不可抗力，比赛被迫取消或者中

断，组委会将在第一时间通知各参赛选手，希望理解。 

联系人：刘老师，86510152 



序号 考场 作品名称 参与人 年级 学校 组别 指导老师 区/县 团队成员

1 616教室 探寻电力节能减排 周秞 小学五年级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小学 王碧青 西湖区 周秞,于喆广,李昆达

2 616教室
肥皂、洗手液、免洗洗手

液，哪种杀菌效果好？
王璟钰 小学五年级

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

东城小学
小学 寿佳欣 江干区 王璟钰 ,孙骏熙,崔灿

3 617教室 研究植物水分的散失 宋泽凯 小学三年级 大禹路小学 小学 西湖区 宋泽凯

4 616教室
早睡早起晚睡晚起的牵牛

花
吕宸烨 小学三年级 行知小学 小学 潘婷 西湖区 吕宸烨、吕睿

5 616教室 小细节，大学问 俞权航
六年级(初中预

备班)
杭州天地实验小学 小学 苏灵 上城区 俞权航、潘亭佐、沈琳涵

6 616教室 神奇的蛋清打发 金天 小学四年级 西湖小学教育集团紫萱小学 小学 孙倩 西湖区 孙倩、金天、刘东生

7 616教室 水中霸王的奥秘-福寿螺 张闻夕
六年级(初中预

备班)
翠苑一小文华校区 小学 孔小燕 西湖区 张闻夕,蒋书锦

8 616教室 花开的力量-毛细现象 朱绎可
六年级(初中预

备班)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小学 李嫣昉 西湖区 朱绎可

9 616教室 指间火焰 程泽楷
六年级(初中预

备班)

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九年

一贯制）
小学 郑维庆 西湖区 程泽楷

10 616教室 电梯来了 方何凝 小学四年级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小学 小学 本校老师 江干区 何凝、李张博、黄俊源

11 616教室
梅雨及盛夏季节杭州西溪

河水质调查
林孜屹 小学五年级 文一街教育集团文一街小学 小学 李嫣昉 西湖区 林孜屹、李欣澍

12 616教室 领悟洗洁精的原理 魏源 小学五年级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小学 陈文佳 西湖区 魏源

13 616教室
可乐+曼妥思，真的能引发

喷泉吗？
陈诺

六年级(初中预

备班)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小学 李俞妍 西湖区 陈诺

14 616教室 阿基米德螺旋泵 赵子睦 小学四年级 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 小学 柯馨瑶 西湖区 赵子睦

15 616教室
科普之路----如何区分生鸡

蛋和熟鸡蛋
赵佳文 小学三年级 求是教育集团浙大二附小 小学 胡小珍 西湖区 赵佳文

16 617教室
病毒传播模拟实验和洗手

的正确方法
毛沉音 小学二年级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小学部 小学 马歆悦 滨江区 毛沉音、郑舒喆

17 617教室
桑蚕丝成分探究及对比实

验
李奕乐 小学五年级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小学 陈美佳 江干区 付悦泽、李奕乐

18 617教室 毛细现象-发现与实验 毛梓瑄 小学四年级 西湖小学教育集团紫萱小学 小学 杨祥义 西湖区 毛梓瑄

19 617教室
关于市面上常见消毒水消

毒效果的测试
余骏浩 小学四年级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丁荷小学
小学 沈凤娜 江干区 余骏浩

20 617教室
科学探究纪录片之浙江省

农业科学院
王文羽馨 小学五年级 杭州市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小学 王依美 西湖区 王文羽馨

21 617教室
野外植物-可食用的野外植

物
石文心 小学一年级 求是教育集团和家园小学 小学 徐琰然 吴艳 西湖区 石文心、陈奕杭

22 617教室 有趣的喷泉 洪昱硕 小学四年级 杭州市文一街小学文一校区 小学 钱淑文 西湖区 洪昱硕

23 617教室 电是怎么来的 张少白 小学四年级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小学 陈斐斐 西湖区 张少白

24 617教室
我们看到的都是月亮的同

一面吗?
任熠辰 小学四年级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小学 小学 任重 江干区 任熠辰

25 617教室 深海幽灵--核潜艇 包一言 小学四年级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小学 段佳惠 西湖区 包一言

26 617教室 可乐大喷发 吴林峰 小学二年级 杭州市钱塘外语学校 小学 陈一鸣 西湖区 吴林峰

序号 考场 作品名称 参与人 年级 学校 组别 指导老师 区/县 团队成员

科学探究纪录片组入围名单

2020年杭州市青少年科学影像征集评选活动入围名单



1 619教室

关于东环河竖井式地下智

能停车场选址与建设规划

的科学探究记录片

李响 初中二年级 杭州市紫金港中学 中学 姜文 西湖区 李响、季嘉元、楼琳

2 619教室 夜幕下的温度 任羽斓 初中三年级 十五中教育集团浙大附初 中学 张明海 西湖区 任羽斓

3 619教室 音乐与声音 周雷轶 初中一年级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杭州学校 中学 贝铃佳 拱墅区 周雷轶、许景涵

4 619教室 海上自行车-木海马 俞皓中 初中二年级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

中学
中学 甫卫东 西湖区 俞皓中

5 619教室 壳内膜的发现之旅 徐亦晨 初中一年级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

中学
中学 沈国英 西湖区 徐亦晨、赤风

6 619教室 蛋壳消失实验 金振轩 初中一年级 杭州市丰潭中学 中学 沈国英 西湖区 金振轩、张佳华、陈梦倩

7 619教室 茶水大变身 沈晨果 初中二年级 紫金港中学 中学 周芳琳 西湖区 沈晨果

8 619教室 鸡蛋脱壳的影响因素 李璟 初中一年级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

中学
中学 西湖区 李璟

9 619教室
科学探究纪录片-影响鸡蛋

壳与食醋反应速率的因素
赵宣宇 初中一年级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

中学
中学 甫卫东 西湖区 赵宣宇

10 619教室
“袁”来视觉差是这样

的！
袁铭鸿 初中一年级 杭州市锦绣中学 中学 肖云瑜 拱墅区 袁铭鸿

11 619教室 消失的蛋壳 蔡启林 初中一年级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

中学
中学 沈国英 西湖区 蔡启林

12 619教室 小吴实验室之鸡蛋泡醋 吴坦睿 初中一年级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

中学
中学 甫卫东 西湖区 吴坦睿

13 619教室 鸡蛋壳内膜探究实验 梅晨 初中一年级
十三中教育集团杭州市丰潭

中学
中学 甫卫东 西湖区 梅晨

序号 考场 作品名称 参与人 年级 学校 组别 指导老师 区/县 团队成员

14 619教室 跟脚臭说再见 余佳林 高中一年级 杭州第七中学 高中 王周凌 市辖区 余佳林

序号 考场 作品名称 参与人 年级 学校 组别 指导老师 区/县 团队成员

1 620教室 鱼刺卡喉咙喝醋管用吗？ 蔡张泫 小学五年级 杭州市三墩小学 小学 蒋老师 西湖区 蔡张泫

2 620教室 智慧护齿从我做起 王辰浠 小学三年级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小学 小学 胡小珍 西湖区 王辰浠、吴怡萱

3 620教室 能发电的苹果 张丹维 小学二年级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小学 谭艳艳 西湖区 张丹维、王梓乐

4 620教室
杭州常见植被滞尘能力科

学微电影
苏瑞妤

六年级(初中预

备班)
杭州市德天实验小学 小学 孙佳丽 下城区 苏瑞妤

5 620教室 蚕的一生 沈子昂 小学五年级 杭州天杭教育集团 小学 陈奕宏 江干区 沈子昂、杜颖、李琤

6 620教室 科学微电影-气压那点事 董易卓
六年级(初中预

备班)
三墩小学兰里校区 小学 胡老师 西湖区 董易卓

序号 考场 作品名称 参与人 年级 学校 组别 指导老师 区/县 团队成员

7 620教室 弗莱明和青霉素 任羽斓 初中三年级 十五中教育集团浙大附初 中学 张明海 西湖区 任羽斓、任语弈

8 620教室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清道

夫
项枫 初中二年级 紫金港中学 中学 乔庆华 西湖区 项枫、项楠

序号 考场 作品名称 参与人 年级 学校 组别 指导老师 区/县 团队成员

9 620教室 科技，使失误不再遗憾 陆天一 高中二年级 杭州第七中学 高中 王周凌 市辖区 陆天一

序号 考场 作品名称 参与人 年级 学校 组别 指导老师 区/县 团队成员

1 621教室 植物也有好朋友科普动画 蒋欣怡 小学四年级 杭州夏衍教育集团夏衍小学 小学 无 江干区 蒋欣怡

科学微电影组入围名单

科普动画组入围名单



2 621教室 关于碳的那些事 张煜弢 小学五年级 杭州市育才外国语学校 小学 段佳惠 西湖区 张煜弢、张紫苜

3 621教室 好的细菌和坏的细菌 王子瑜 小学三年级 求是教育集团浙大二附小 小学

胡小君 求是集

团浙大二附小

科学老师

西湖区 王子瑜、王子玥

4 621教室
宇宙小课堂之太阳系的行

星
王张飏 小学一年级 求是教育集团浙大二附小 小学 胡小珍 西湖区 王张飏、王雅萱

5 621教室
《会说话的新冠肺炎抗疫

小报》
石茗杰 小学三年级 文一街小学 文一校区 小学 包燕丽 西湖区 石茗杰

序号 考场 作品名称 参与人 年级 学校 组别 指导老师 区/县 团队成员

6 621教室 维生素的秘密
陈果、江

梓萌
七年级 杭州凯旋教育集团景华中学 中学 杨舒雯 江干区 陈果、江梓萌

7 621教室 走进自然 蒋绮 初中一年级 紫金港中学 中学 董赫 西湖区 蒋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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